
Date of Sermon: 2019年五⽉26⽇ 

信德之⼈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5 分鐘

經⽂文
路路加福⾳音18:1-14節:「...8b然⽽而, ⼈人⼦子來來的時候, 遇得⾒見見世上有信德麼?...」

前⾔言
這幾週解釋⾰革流巴⾒見見證“(卑卑微的)拿撒勒勒⼈人耶穌是個先知”的意義, 但請各位不要誤會基督福⾳音是
窮⼈人福⾳音, 這是許多⼈人對福⾳音的誤解。為何基督福⾳音不是僅給窮⼈人聽的福⾳音? 因為貧窮的拿撒
勒勒城的⼈人並不接受耶穌。當耶穌指出拿撒勒勒城如同寡婦和⼤大⿇麻瘋的卑卑微後, 路路加記該城居⺠民便便
「怒氣滿胸, 要攆他出城, 帶他到⼭山崖, 要把他推下去」(參參路路4:25-29); 並且, 拿撒勒勒城居⺠民看耶
穌是⽊木匠的兒⼦子⽽而「厭棄他」(太13:57a)。耶穌說:「⼤大凡先知, 除了了本地本家之外, 沒有不被
⼈人尊敬的。」(太13:57b) 拿撒勒勒城本地的⼈人並不尊敬耶穌。

基督福⾳音是罪⼈人蒙拯救的福⾳音, ⽽而經上記著說:「沒有義⼈人, 連⼀一個也沒有; 沒有明⽩白的, 沒有尋
求上帝的。」(羅3:10,11) 所有⼈人都是罪⼈人, 罪⼈人需要基督的福⾳音。

司布真語
司布真 (Charles Spurgeon, 1834-1892) 說:「如果你很真誠地喝下毒藥, 它會要你的命;  如果
你很真誠地⽤用⼑刀割斷你的咽咽喉, 你會死於⼑刀下; 如果你很真誠地相信⼀一個謊⾔言, 你將承受這謊⾔言
帶來來的後果。真誠是必須的, 但你還必須正確。If you sincerely drink poison, it will kill you. If 
you sincerely cut your throat, you will die. If you sincerely believe a lie, you will suffer the 
consequence. You must not only sincere, but you must be right.」願在教會服事的⼈人皆是真
誠的, 但若若不注意耳聽的信息是否正確, 將來來必承受不察的後果。

卑卑微的耶穌
我們過去常講⽣生在⾺馬槽的耶穌, 也常講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過去幾週⼜又蒙主的恩典, 傳講成長
在拿撒勒勒城的他。⽣生在臭氣熏天的⾺馬槽, 長在卑卑賤無比的拿撒勒勒城, 死在極端羞辱的⼗十字架上, 
這樣讓⼈人聽了了不悅的耶穌, 現今均被拋在教會講台核⼼心信息之外。教會不願碰觸這樣卑卑微的耶
穌所造成的後果是, 基督徒無感於耶穌在世的卑卑微, 也就無視於他內⼼心藐視卑卑微⼈人之驕傲罪性, 
當然卑卑微的基督徒也不安於⾃自⼰己的卑卑微(參參腓4:12), 因⽽而做出超越⾃自⼰己位份的事。

基督徒無感於⾃自⼰己這藐視罪性是致命的, 因為耶穌對輕看或藐視他⼈人的責備⾔言詞均異異常嚴厲, 
如「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 沉在深海海裏」,「不作
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了, 這些⼈人要往永刑裏去」,「我告訴你們, 你
們的義若若不勝於⽂文⼠士和法利利賽⼈人的義, 斷不能進天國。」(太18:6; 25:45,46; 5:20) 法利利賽⼈人的
義就是他們輕看(⾃自⼰己的猶太)弟兄(參參太5:22)。“沉在深海海裏”, “要往永刑裏去”, “斷不能進天國”
等不是嚇唬⼈人的話, 隨便便說說⽽而已, ⽽而是出於集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於⼀一⾝身, 審判活⼈人死⼈人的主
耶穌基督; 他說到, ⼀一定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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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第133篇
沒有⼈人會承認⾃自⼰己是輕看弟兄的⼈人, 我們唯有在實境中才會意識到我們裏⾯面有那輕看他⼈人的罪
性。詩篇第133篇就是最好的試驗。

詩篇第133篇總共有三節, 第1節:「看哪!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第2與3節分
別說:「這好比貴重的油澆在亞倫倫的頭上, 流到鬍鬚, ⼜又流到他的衣襟」以及「⼜又好比⿊黑⾨門的⽢甘
露降在錫安⼭山, 因為在那裏有主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遠的⽣生命。」從第1節到第2, 3節看起來來好
像是⼀一個無⽅方位的跳躍, 初看之下, 找不出其中關聯聯所在, 那是因為我們以邏輯推敲之, ⽽而不是
以詩情理理解之, 忘了了上帝的話有圖像(picture words)的特質。

上帝在這詩篇描繪了了⼀一幅圖畫, 內容是因祂親⾃自的作為⽽而令祂喜悅⼼心怡的景象, 就是弟兄和睦
同居, 貴重的油澆在亞倫倫的頭上, 以及⿊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上帝這幅圖畫呈現出安和、太
平、富⾜足、無爭、祥瑞的畫⾯面, 有⽤用不盡之貴重的油, 氣候的溫和使降的雨嚐起來來都是⽢甘甜的, 
還有最重要的是, 弟兄和睦同居。

上帝所喜悅的
上帝這三作為中, “貴重的油澆在亞倫倫的頭上”與“⿊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有著強烈的⺠民族性與地
域性, 使得非猶太⼈人讀之難有深刻的感受。到了了新約時, 上帝則以耶穌受洗, 聖靈降臨臨在他⾝身上, 
形狀狀彷彿鴿⼦子, 祂⼜又從天上來來, 說:「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路路3:22; 太3:17), 使所有基督
徒(包括猶太的和希利利尼的)皆有份於祂的喜悅, 看到詩篇第133篇是聖靈施洗基督的預表(約
1:33), 是基督教會的具體實現, 我們的愉悅之情便便油然⽽而⽣生。

基督徒不當是對上帝冷冰冰的⼀一群, 上帝喜悅祂⾃自⼰己的作為, 祂也將這喜悅分享給屬祂的⼈人; 有
如上帝般喜悅的弟兄則享有上帝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遠的⽣生命。我們不是因怕下地獄⽽而信主, 
⽽而是可以滿⼼心喜悅地得著上帝所喜悅的。基督徒⼈人⽣生最⾼高的⽬目標當是可在這“弟兄”的⾏行行列列中。
但請注意, 這第⼀一節的“弟兄”乃是基督定義的弟兄, ⽽而不是我們定義的弟兄; 也就是, 耶穌要抹⼤大
拉的⾺馬利利亞“往我弟兄那裏去”的弟兄, 是那些領受基督之“我要升上去, ⾒見見我的..., 也是你們的...”
福份的⼈人(約20:17)。我再提醒⼀一事, 我們因從上帝⽣生的(約1:12c), 所以才可以接待基督; 也就是
說, 上帝使我們活在祂⾯面前。

弟兄的多樣性
基督的弟兄有(作稅吏吏長的)財主(路路19:2), 有如尼哥底⺟母和約瑟般的達官貴⼈人, 有如約瑟和⾺馬利利
亞的窮困夫妻, 有(投了了兩兩個⼩小錢的)窮寡婦(路路21:2), 有尊貴⾝身份的官夫⼈人(路路8:8), 有淫婦(約
8:11), 有窮凶惡惡極的強盜(路路23:43), 有最⼩小的⼩小⼦子, 還有使徒⼝口中的猶太⼈人、希利利尼⼈人、⾃自主
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加3:28), 基督的弟兄有各種膚⾊色, 不同⽂文化的⼈人。上帝說, 這些弟兄和
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我們必須⾃自問, 我們的⼼心是否⼤大到⼀一個地步, 將上述這些的⼈人皆看為是我們的弟兄, 將來來在主⾯面
前與他們所有⼈人和睦同居? 還要再問⾃自⼰己, 是否認知到這是我們有永遠的⽣生命的記號? 我相信
⼤大家的回答必然是肯定的, 誰⼜又願意將⾃自⼰己排除在上帝所命定的福之外呢? 但, 實際作為上真是
如此嗎? 我們的⾃自信在轉眼看使徒彼得時必將動搖不穩, 因爲連⾝身為使徒的彼得也會隨夥裝假, 
在居尊位的猶太⼈人雅各⾯面前, 不願與外邦⼈人⼀一同喫飯(太2:12,13)。請注意, 這彼得是蒙坐寶座
的基督三次從天上降不潔淨的動物, 親⾃自教導潔淨與不潔淨之理理的彼得(參參徒10:9-16)。請問各
位, 如果你是在場的外邦⼈人, 你的感受如何? 所以, 我們不要以為⾃自⼰己⼼心中認為了了, ⼝口說了了, 就可
以與基督認定的弟兄和睦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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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外患內憂
保羅愛教會, 他告訴以弗所教會說:「29我知道, 我去之後必有兇暴暴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 不愛惜
⽺羊群,30就是你們中間, 也必有⼈人起來來說悖謬的話, 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徒20:29,30) 保羅警
告教會, 外有兇暴暴的豺狼意圖進入之, 內有引誘者相呼應之, 基督徒在這兩兩相夾擊之下, 要成就
詩篇133節之弟兄和睦同居樣是何等困難的事。

再者, 今⽇日教會塑造的氛圍並不促使我們思想“弟兄和睦同居”這樣的事, 因為今⽇日各教會的⼈人員
組成具有⾼高度的同質性。教會成員本⾝身同質性⾼高, 然後再以⼩小組或團契⽅方式運作教會, ⾼高同質
性⼜又更更深⼀一層。同質性⾼高的基督徒聚集⼀一處所呈現出的和睦同居是個假象, 因為基督徒加入某
教會的理理由是因有氣味相投的朋友, ⽽而不是因為上帝的道。同質性⾼高, 且這質是社會上層⼈人⼠士, 
那麼這教會根本不可能接納在社會中顯為卑卑微的基督徒, ⽽而教會主事者深願教會多點社會上層
⼈人⼠士。有教會說, 她們有到醫院, 養老院, 或其他弱勢機構做福⾳音事⼯工, 這是不同的, 必須在教會
內的接納才算數。

教會⼀一有錢, 計畫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堂, 從來來不會思考如何將教會建造成可以接待卑卑微弟
兄的地⽅方; 教會竭⼒力力建造⼀一座會朽壞的會堂, ⽽而不建造上帝的靈可居住之上帝的殿(林林前3:16)。
教會吸引⼈人的是堂, 不是道; 教會驕傲的是可⾒見見的堂, ⽽而不是裏⾯面的⼈人皆認識基督, 按基督的命
令接待弟兄。

社會上層⼈人⼠士需要聽得上帝的道, 卑卑微的基督徒難道不也有這需要? 卑卑微的基督徒難踏進有規
模的教會, 但他真的踏進了了, 請問主⽇日崇拜引位者會帶他坐在何處? 其他基督徒⽢甘願這位卑卑微的
基督徒坐在他旁邊的座位嗎? 基督徒的舉⼿手投⾜足間反應著他對卑卑微的基督徒的態度, ⽽而卑卑微的
基督徒也甚敏感其他基督徒的微動作。如果基督徒不以⾃自然的態度⾯面對另⼀一個基督徒, 無論他
是富有, 或是卑卑微的, 詩篇133:1節對他⽽而⾔言是虛空的。

在北美時, 參參加美國教會主⽇日崇拜, 每個⼈人平時穿著可以隨性, 但主⽇日時必找⼀一套體⾯面的服裝,  , 
若若⼀一個⼈人⾝身上穿著如耶穌⼀一樣的布衣, 這⼈人看到教會樣, 他是不可能進入教會的。我們以基督
⾃自⼰己卑卑微的⽣生、長、死, 以及他看重弟兄的⼩小⼦子的⾓角度思之, 教會已經把“教會”變成⼀一個僅是那
些有體⾯面的基督徒可以參參加的特殊團體。

遇得⾒見見世上有信德麼?
基督說過⼀一句句話,「⼈人⼦子來來的時候, 遇得⾒見見世上有信德麼?」(路路18:8b) 這是基督對猶太百姓⼀一句句
失望甚深的話。基督為什什麼失望? 因為基督看到, 不義的官居然比上帝的選⺠民更更願意為寡婦伸
冤(路路18:1-7); 更更甚者, 上帝選⺠民中的菁英份⼦子(法利利賽⼈人)還發展成藐視他⼈人的⼈人(路路18:9-13)。
基督以「凡⾃自⾼高的, 必降為卑卑; ⾃自卑卑的, 必升為⾼高」作為這段教訓的結語(路路18:14b)。可⾒見見, 教會
接待卑卑微者在主的⼼心中是何等的⼤大事。

在此我要提⽰示各位福⾳音書之獨特論理理⽅方式。我們習慣於邏輯次序, 後話接前話需有清楚的關
聯聯, 不得跳躍, 我們著書立卷或將結論放在章尾, 或放在章⾸首。我們讀福⾳音書的困難在於只看到
⼀一段⼀一段的記事內容, 卻不知其中關聯聯所在。要知道, 福⾳音書有⼀一特殊的論理理⽅方式, 以上⽂文與下
⽂文來來烘托出中⼼心經⽂文的意義。這樣的理理解使看起來來毫不相⼲干的各記事成為⼀一個有機的聯聯合。

以路路加福⾳音18:1-14節為例例, 這段聖經的核⼼心經⽂文是耶穌的「⼈人⼦子來來的時候, 遇得⾒見見世上有信德
麼?」我們常不明⽩白為什什麼耶穌論不義的官與祂為選⺠民伸冤的事之後, 蹦出這麼⼀一句句話來來。我
們看到, 這節經⽂文的上⽂文與下⽂文各有⼀一個對比, 上⽂文的對比是不義的官和上帝的選⺠民, 下⽂文的對
比是法利利賽⼈人和稅吏吏。耶穌在後者的對比中直接指出法利利賽⼈人是藐視別⼈人的⼈人(路路18:9), 因此, 
前者的對比中就必有⼀一⽅方是藐視別⼈人的⼈人, 指的就是上帝的選⺠民。法利利賽⼈人⾼高舉⾃自⼰己是會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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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而藐視別⼈人不會; 上帝的選⺠民則是藐視弱勢的寡婦, 然上帝卻指出那不義的官像祂, 願為
寡婦伸冤, 但上帝的選⺠民卻不像祂。

這樣, 核⼼心經⽂文所說的“信德”就是關乎基督徒是否有藐視⼈人的品⾏行行, 有者則是沒有信德的⼈人。請
問各位, ⼀一個藐視別⼈人的⼈人能與弟兄和睦同居嗎? 當然不能。⼀一個沒有信德的⼈人能有上帝所命
定的福, 就是永遠的⽣生命嗎? 當然沒有。

請各位注意, 路路加以負⾯面形象的表述-藐視, 指出主耶穌要的正⾯面形象-信德, 乃是要我們積極⾯面
對⾃自⼰己內⼼心那輕看他⼈人的罪性。也請注意, 路路加於接著的第15-17節記⼩小孩⼦子到耶穌那裏去的
事, 意謂著唯有回轉變成⼩小孩⼦子樣式的⼈人才會不藐視別⼈人。

在此順便便提⼀一下, 當我們將「上帝的選⺠民晝夜呼籲祂, 祂縱然為他們忍了了多時, 終久給他們伸
冤」⽽而晝夜呼籲上帝來來作為⼀一個上帝選⺠民信德的記號, 那麼我們就犯了了將上帝說成是被動的上
帝的錯誤。

基督向保羅顯現
當保羅問那從天上發⼤大光, 四⾯面照著他, 向他質問「掃羅! 掃羅! 你為甚麼逼迫我?」的這位是誰
時, 基督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勒⼈人耶穌」(參參徒22:6-8)。基督不是以他最⾼高榮耀的⾝身份, 
如“我是坐寶座的”或以“我是死⽽而復活的”等, ⽽而是以他最卑卑微的⾝身份顯明⾃自⼰己。基督傳遞的信息
再也清楚不過了了, 任何藐視卑卑微兄弟, 也就是基督⼝口中的⼩小⼦子, 弟兄中最⼩小的, 就是藐視他。這
樣的⼈人要成為詩篇第133篇圖畫中的⼀一員, 等於上帝⾃自⼰己打臉⾃自⼰己。

親愛的弟兄姐妹, 看到了了沒有, 坐寶座的耶穌既不以⾃自⼰己是拿撒勒勒⼈人⽽而⾃自卑卑, 最⼩小的弟兄亦不得
輕看⾃自⼰己。請問各位, ⼀一個卑卑微的基督徒不因⾃自⼰己的卑卑微⽽而⾃自慚形穢, 反⽽而因此知拿撒勒勒⼈人耶
穌卑卑微的意義, 與⼀一個不傳基督卻位居尊位的神職⼈人員, 那⼀一個較能站立主的⾯面前, 蒙主的稱
讚?

保羅因基督這話, 粉碎了了他的⾃自我, 不因⾃自⼰己是迦瑪列列⾨門⽣生⽽而驕傲, ⽽而以為⾃自⼰己是⾼高尚圈裏的
⼈人。保羅的改變遂寫出了了下⾯面這段話,「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了, 並不分猶太⼈人、
希利利尼⼈人、⾃自主的、為奴的, 或男或女, 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了。」(加3:27,28) 請
注意, 是卑卑微的耶穌⽽而不是榮耀的耶穌改變了了保羅。

卑卑微者不信卑卑微的拿撒勒勒⼈人耶穌
基督徒信主後還是社會中的⼀一份⼦子, ⽣生活在社會中, ⽽而社會⼀一定存在不同階層。那些處在社會
下階的基督徒本可因信拿撒勒勒⼈人耶穌⽽而安於他們的本份, 不需與其他⼈人比較, 但由於他們不知
“拿撒勒勒⼈人耶穌”之意,  以致⼀一旦受⼈人蠱惑, 便便過著超過他們收入的⽣生活, 別⼈人有的, ⾃自⼰己也要有。
靈恩派更更以“上帝是聽⼈人禱告的上帝”為由, 讓無知的他們預購了了不能⽀支付的宅屋, ⾃自陷苦惱。這
就如司布真講的,「如如果你很真誠地相信⼀一個謊⾔言, 你將承受這謊⾔言帶來來的後果。」

最後我要說的是, 雖然地上的教會無法完全成就弟兄和睦同居的樣, 但我們的⼼心必須定睛在基
督第⼆二次降臨臨之前要有所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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